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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2019中国金融服务与创
新论坛在京召开，会上发布了“2019金
融服务百强”榜单，新华保险名列其中。

经过23年的发展，新华保险已成
长为年保费平台超过1200亿元、总资
产超过8000亿元的福布斯世界500强
企业，拥有遍布全国的1700多家作业
机构和近40万营销队伍。

公司近年来陆续推出全媒体服务
云平台、理赔远程鉴定、新契约电子签
名、智能核保、掌上新华移动支付和移
动保全、3.0代客户服务中心和自助服
务终端、臻爱积分体系等一系列创新
服务项目，为全面优化保险服务、提升
客户体验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外，公司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
客户服务活动，搭建起与客户互动沟
通的桥梁。“新华保险杯”全国少儿书
画大赛自2010年创办以来，累计收集
作品超过300万幅，作品数量、质量屡
创历史新高。2019年共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近50万名少年儿童参赛。

为树立行业典型，激励先进，“2019
金融服务100强”评选活动以银行、保
险、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为评选标
的，由网友根据机构的规范经营、客户
服务、从业人员专业化素养、投资者教
育、互联网智能服务等进行投票，并最
终结合专家意见评选出最终榜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田园

新华保险获评
“2019金融服务百强”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市场温度回升
已无法阻挡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获
悉，市场监管总局11月19日发布产
品召回公告。公告显示，日前，盖璞
（上海）商业有限公司向市场监管总
局提交了召回计划，召回部分进口
GAP婴幼儿T恤。涉及此次召回的
产品型号为293309、藏青色、规格为
100厘米及以下，生产日期为2018年
1至5月，原产国为越南。据该公司统
计，中国大陆地区受影响的产品数
量共计2749件。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婴幼儿T恤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胸前印花邻苯二甲
酸二异壬酯含量超标，如长期摄入，可
能对人体健康产生潜在的风险。

对于召回范围内的产品，盖璞
（上海）商业有限公司将于近日在其
相应门店发布召回通知，并提供退
货退款服务。消费者可拨打召回服
务电话021-60934300进行相关咨
询。另外，消费者可通过登录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与消费品风险
评 估 中 心 网 站 （www.racicp.org.

cn）或拨打电话010-53897456，反映
召回活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或提交
进口消费品的缺陷线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
了盖璞（上海）商业有限公司，客服表
示官方店暂时没有收到报道信息，需
要做进一步核实。之后，对方向记者
表示官网暂时没有这件商品了。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据天眼查了解到，盖璞（上海）商
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10日，
注册资本10200万美元，主要从事经

营范围为服装、服饰、鞋帽、香水、化
妆品、针织品、箱包、家居装饰品、饰
品、玩具、儿童用品、婴儿手推车、日
用品、文具、餐具、家用清洁用品、家
具、宠物用品、太阳眼镜、手表、体育
用品的零售、批发、佣金代理（拍卖
除外）、进出口、外发生产及相关配
套服务。同时，据资料显示，它也是
美国盖普（GAP）公司在中国的全资
子公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
应鹏 李伟铭

胸前印花化学成分超标
GAP召回部分婴幼儿T恤

客服：官网已下架相关商品

胸前印花邻苯
二甲酸二异壬酯含
量超标，如长期摄
入，可能对人体健康
产生潜在的风险。

盖璞（上海）商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据天眼查

召回
原因

2016年4月，有媒体曾报道指出，包括7
天等多家快捷酒店将床品、毛巾洗涤业务外
包给第三家厂家，后者将带血、带呕吐物的床
单混在一起用火碱洗涤，导致床品PH值超标

2018年12月，有视频曝光过7天等连锁
酒店床单“暴力蒸白”的黑幕

2019年2月，铂涛酒店集团旗下的丽枫
和7天连锁酒店又被消费者指出存在用客房
毛巾擦拭马桶等现象

2019年5月，深圳市卫生监督部门集中
开展的专项整治行动，在卫生信誉等级评定
复审工作中，7天等酒店被予以“降级”

2019年7月，武汉一家7天酒店发生坍
塌事故 （据北京商报）

77天连锁酒店床单现疑似呕吐物天连锁酒店床单现疑似呕吐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对话当事住客：

“酒店向我道歉，想退回房钱”
7天连锁酒店：将引以为戒，严格加强门店卫生管理

一则
视频

近日，一则“7天酒店床单疑
似有呕吐物”的视频在网上广泛
传播，一位河南顾客表示床头及
床单上均有疑似呕吐物，并质疑
7天连锁酒店没有更换床单。

7天酒店迅速回应，将引以为
戒，并加快存量门店改造升级，严格
加强门店的卫生管理和监督工作。

一组
数据

锦江酒店三季报显示，2019
年前三季度，7天系列酒店总数为
2229家，较去年减少97家。2018年
财报显示，2018年7天系列酒店为
2326家，较2017年减少142家。

不到两年的时间内，7天系
列酒店共关闭239家门店。

（据金融投资报）

安全和卫生是住宿业运营的
底线，然而……

7天连锁酒店
又陷“卫生门”。近
日，一则“7天酒店
床单疑似有呕吐物”
的视频在网上广泛
传播——11月3日，
在河南郑州出差的
刘先生入住7天连
锁酒店时，发现床单
上有疑似呕吐物。

针对此次事件，
7天酒店迅速回应
表示，7天酒店将引
以为戒，并加快存量
门店改造升级，严格
加强门店的卫生管
理和监督工作。

11月19日，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联系到当事人
刘先生，他讲述了当
时的情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你是如何发现床
单上有疑似呕吐物的？

刘先生：11月3日早上9点，我入住到这
家7天酒店，因为上午要开会，所以床铺一直
没动。等到下午1点我想休息的时候，把床
单、被子打开，发现上面有头发。我的第一反
应是怀疑他们的床单没换。然后我坐到床上
的时候，看到床头左上角被套有点呕吐物，
床单上也有，当时看着挺恶心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之后与对方协商
过程怎样？

刘先生：当时我找保洁员沟通，他们不
换。然后找前台，前台说她管不了。负责主管
也说保洁员没时间给我换，然后这位主管上
到3楼我的房间，换了床单、被罩，解释说这
个避免不了，是运输过程中碰到静电沾上
的。他们给我换了床单，但上面仍然有头发
和污点，她就是想证明床单是一客一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这件事情是如何
发酵的？对方有没有做出整改？

刘先生：当时我拍了视频上传到网络。
这家酒店的主管看到信息后，联系我想私下
解决，说给我500块钱，把那些稿子撤了。我

当时直接拒绝了，说这不是钱的事，重要的
是解决（类似床单污染的）问题。后来他们公
关也跟我联系上了，先给我道歉，然后说这
件事确实存在，想把我那两天的房钱退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这件事最后是如
何处理的？你对处理结果满意吗？

刘先生：他们说现在已经给我办了退款
手续，应该很快客房的钱就能原路返回。但是
我不在乎这点钱，是否到账也无所谓。他们在
处理问题这块，特别是关于客房环境整改这
块确实让我不愉快。遇到脏东西，不管是谁的
责任，既然有客户反映了，就应该先把客人的
问题解决了，而不是推卸责任。那个呕吐物我
大概看了下，但没仔细看，因为内心接受不
了。应该是喝酒之后吐出来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昨
日联系到7天连锁酒店公关人员，
其表示，这件事情可能顾客当时
有误解，事后已经处理妥当了。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随后拨打
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的这家7天连
锁酒店相关负责人的电话，询问
目前酒店卫生整改情况，但截至
发稿时，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7天连锁酒店在11月18日发
布的情况说明中表示，各界关心
的酒店卫生问题，一直是7天酒店
高度重视严格管理的工作重点，
将引以为戒加快存量门店的升级
改造。同时，严格加强门店的卫生
管理和监督工作，为消费者提供
优质的入住体验。

另外，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在聚投诉平台看到，有关7天酒店的
投诉贴有40多条，大多聚焦在乱收
费、卫生条件差、虚假宣传等方面。

刘先生在郑州7天连锁酒店
遇到疑似呕吐物污染床单的视频

发出后，微博网友也纷纷留言，不
少网友反映，他们住7天连锁酒店
遇到过卫生条件差、服务差、隔音
效果差、偶尔有蟑螂等问题。

据了解，7天连锁酒店系“锦
江+铂涛系”集团下的经济型连锁
酒店。早在2016年，就有媒体曝出
包括7天酒店在内的快捷酒店将
床品、毛巾洗涤业务外包给第三
方厂家，后者将带血、带呕吐物的
床单混在一起用火碱洗涤，结果
导致床品PH值超标。今年2月，7天
酒店也被消费者指出用客房毛巾
擦拭马桶等问题。

据媒体报道，财报显示，去年
至今，7天酒店数量在国内减少
239家，为近两年国内经济型酒店
关店总数最多的企业。对此，7天
酒店发出说明函表示，近几年部
分7天酒店物业租赁合同集中到
期，因很多原有物业不再符合7天
新一代产品服务的标准，所以部
分门店选择了主动关闭。

/ 新闻面对面 /
“酒店说给我办了退款手续”

7天连锁酒店：
将引以为戒 加强门店卫生管理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卢燕
飞 袁野

昨 天 ，沪 指 上 涨 24.79 点 ，以
2933.99点报收，涨幅为0.85%；创业板
指数大涨46.59点，以1729.08点报收，
涨幅高达2.77%。究竟是什么给市场带
来了如此积极的变化？或许，年末之
际，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继续悲观。

中信证券昨天召开了展望2020年
的策略报告会，提出了“A股有望迎来
2年~3年的小康牛”的观点。真正让市
场升温的，我觉得还是机构投资者抑
制不住的做多热情，只需要一点点火
星，就能够点燃激情。有消息说，这次
中信证券的策略会，报名人数超过
4400人。看到这个消息，我觉得未来一
段时间，真的没有必要再悲观了。

昨天市场最大的热点，无疑是网络
游戏板块。三七互娱、游族网络、恺英网
络、掌趣科技、完美世界等一批游戏股
涨停。游戏股的井喷，当然是有利好消
息刺激。据了解，谷歌将于近期正式发
布云游戏平台Google Stadia，在技术和
付费模式上进一步升级创新。在此前结
束的X019大会上，微软宣布其xCloud
云游戏服务将会在2020年推出，并将会
把xCloud扩展到Windows 10 PC上。
另外，有些游戏公司的业绩出现转好的
迹象，最典型的例子是完美世界和三七
互娱，现在的市盈率只有22倍左右，难
怪对资金拥有如此强的吸引力。

对后市，达哥继续维持相对乐观的
态度，主流资金未来可能将围绕业绩层
面展开追逐。业绩越好的公司，增长预期
越明确的公司，将更加受到机构的青睐。
而这些机会，大概率蕴藏在食品饮料、医
药、半导体等几条主线之中。 （张道达）

事发的7天连锁酒店

出现疑似呕吐物的床单


